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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8)三、培根(Francis Bacon 1909─)四、巴塞羅(Miquel Barcel'o)五、米莫．

帕雷迪諾(Mimmo Paladino)六、奈良美智(Nara Yoshitomo)等藝術的繪畫理論與風格

與筆者作品作比較。

(二)創作之品質思考法

 在「孺叟圖像」系列創作過程中，從嘗試實驗到紮實的作品，歷經不穩定的

品質到完美的品質目標，運用了品質思考法。藝術創作之品質思考方面，根據艾

克(Echer，1963)的觀點，藝術創作過程可以分為六個階段：1.一個呈現的關係

(a presented relationsip)。2.實質的調解(substantive mediation)3.全面性

主控之確立(determination of pervasive control)4.品質的規範(gualitative 

prescription)5.實驗的探討(experimental exploration)6.結論一整體品質

(conclusion：the to tal quality)(劉豐榮，1997，P18─19)。本系列創作研究，大

多以品質思考的方法運作於內在思維的理論建構上，外在的作品過程亦然，無論是創

作研究期間或對素材實務應用或實驗嘗試，傳達材質特性的探析與表現形式的研究，

均透過模擬假設，實驗，反思，省悟、調整、重構等，嚴謹的程度過程，直到作品實

踐完成，都是經過不斷週而復始地自我檢視改進創作歷程，以達創作品質思考法最理

想的實踐成果。創作品質與其作品解釋意義彼此亦有關連。在藝術作品的解釋與價值

判斷，具有三層的意義：即第一層次的表現形象意義，第二層次的圖像意義，第三層

次的背景意義(王秀雄，1998，P1)因此，透過艾克六項創作程序參考未必全部出現，

但循此程序綜合出來的「孺叟圖像閱讀」系列創作研究成果，對筆者的創作繪畫經驗

和內在心靈品質的感受更深刻，確實有其實質上的裨益功能。

二、創作研究步驟

　　「孺叟圖像閱讀」西畫創作研究，從開始準備到作品完成，是在創品實踐和理論

研究交相驗證中進行，其發展的流程是循序漸進，旁徵博引的過程，其經歷步驟敘述

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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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1創作研究步驟圖

創作實驗 理論初探

創作實踐 理論建構

作品省思 論文再建構

作品與論文相提並論

完成創作暨論文研究

作品展出與論文發表

生活體驗

創作思考

資料蒐集與整理

創
作
主
題
確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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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生活體驗：藝術創作絕非無病呻吟，乃源自於生活的真實表現，深刻的生命歷

 程，自我生活的情感投射，匯聚為創作的能量。中國近代大畫家齊白石曾說「畫

 你最熟悉的」，而卓別林則以他最為熟悉的中下階層的生活作為主要描寫的對

 象，因此成就了他的戲劇王國萊辛(Lessing，1729─1781)，他寫到：王子和英雄

 人物的名字可以為劇帶來華麗和威嚴，卻不能令人感動，而我們周圍人物的不

 幸，自然會深深侵入我們的靈魂。(陳介一，1998，P36)，「孺叟再現」即是生活

 體驗的圖像再現。

(二)創作思考：個人生活體驗，轉化為創作的外在形式及精神內涵。塞尚曾言：我畫

 我所看，我所感，而且是強烈地感受到的那些東西。(李霖燦，中國美術史稿，

 P243)，紐曼對繪畫的體會曾言：「繪畫應給人一個定位，讓人知道自己的存在，

 因此當我作畫時，我即存在。……相對的觀者在我的畫前會知道自己的存在。

 (Michael Auping編，黃麗娟譯，1991，P205)，可見創作思維中自我的存在與真

 實的此在皆是非常重要的課題。

(三)資料蒐集與整理：將長期對生活感知的創作狀態及衝動，在「孺梭新語」、「忘

 年對話」、「孺叟再現」創作的素描稿、記錄資料及蒐集到的相關文字資料加以

 彙整連結，將現實中的觀察，敏銳感受，探索執行繪製養育幼兒的經驗紀錄及對

 老叟知己郭老的影像與圖像紀錄，進而純化圖像，最後以文字和作品圖像相得益

 彰地呈現出來。

(四)創作理論初探：將蒐集與整理的資料，開始從生活觀察、體會中擷取創靈感，

 探索任何創作發展的可能性。並客觀整理出創作理論基礎之外，並試著分別探討

 運用複合媒材、壓克利、油畫表現技法，達成創作研究的目標、方向。

(五)創作主題確定：經由對作品不斷試煉，嘗試創作的新可能性，及對理論基礎的探

 索。可能衍繹出矛盾之處。針對這些創作與學理上的衝突互動衍生的問題，試著

 透過不斷反覆排除修正，予以推理出合宜的方式，最後以「孺叟再現」為西畫創

 作的方向，並以「孺叟圖像閱讀」為理論研究的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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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作品實踐：確定了西畫創作的方向，即開始以孺梭飛行人體、孺童頭相及老叟造

 形及身驅特殊造形為創作的題材，運用複合媒材、油彩、壓克利等表現方式，加

 以繪畫「孺叟圖像」系列為創作理念之實踐。

(七)理論建構：依據理論研究的主題，用不同的角度分析，繼而進行資料的整理與補

 充。讓理論的結構更臻完整。

(八)作品省思：把各階段完成的作品，針對創作主題，再做更進一步的省思和探討，

 其能再建構出新的表現形式與創新方向。不斷反思檢視自我，試著發展「孺叟圖

 像」系列之延展向度。

(九)研究論文再建構；透過內化的省思過程，配合創作研究論文的杜撰書寫，擬定創

 作理念與研究方向，再做全國性的思考、檢驗，在不斷修整，重新再建構，使研

 究論文的內容結構日益完整。

(十)作品與論文相提並論：創作實踐和研究論文彼此契合，經過各階段之磨合，歷經

 理性思考、省思、統整階段，再做適度的整修和再建構，使作品與論文能相提

 並論且有相得益彰之功。學理的論述能與「孺叟圖像閱讀」創作論述彼此相互連

 結驗証。

(十一)完成創作暨論文研究：「孺叟圖像」三階的作品創作也分別以創作配合文字論

 述同時並行，之前已出版兩本文字及作品契合的畫集，本論文即再度完整詮釋、

 論述，以「孺叟再現」為縱深主軸，以「孺叟圖像」大區塊範圍為橫何廣度延

 伸。透過論文闡述本系列創作論述之實踐。

(十二)作品展出與論文發表：經過個人六年來所專注投入的各階媒材應用的創作研究

 成果，最後以最完備的整理，選擇較理想的場合公開地發表「孺叟再現」系列展

 覽，並付梓出版創作研究論文集。

三、創作研究架構

　　本創作研究擬透過文獻資料、東西美學理論、藝術學理、創作流派思維、生活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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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2創作研究架構圖

孺叟圖像閱讀

(2003─2005)
忘年對話系列

生命流變童心遊記 悠遊自在

(2001─2002)
孺梭新語系列

(2006)
孺叟再現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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驗觀察、個人自我的直覺感受、幻想世界、天馬行空的跳躍思考模寫、及品質思考、

非品質思考等的創作研究法，試圖以閱讀「孺叟圖像」為主軸，分析「孺梭新語─童

心遊記」、「忘年對話─生命流變」、「孺叟再現─悠遊自在」等三大系列作品。主

要內容分別表達對兒子的親情紀實，並關照自身童心的撫慰洗拭，對於父親的回憶及

對忘年對話的紀錄，最後回歸至對當下創作狀態的表達。本創作研究藉由圖文的詮釋

來解析作品，呈現「孺梭圖像閱讀」的主題內涵。其相關架構如1─2圖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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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而言之，本創作研究利用原創之孺梭、老叟圖像來作為繪畫創作的題材內容。

透過(一)童孺爬行造形、童孺飛行梭體化、幼童首、腳造形、情境轉化擬人植物化。

(二)老叟畫像、老叟群體像、老叟擬植物化、老叟擬動物化。(三)融合孺叟造形、波

形紋頭像圖、吐吶頭像圖等表現足以讓觀者全心閱讀到「孺叟圖像」的系列全貌。

 最後藉由品質思考研究法，將所有蒐集資料、文獻資料加以歸納、分析、整理、

再重建等創作過程，以墨畫孺梭素描、老叟、複合媒材、壓克力、油彩等屬個人風格

之表現技法，將藝術作品解釋的價值判斷之一、表現形象意義，二、圖像意義，三、

背景意義等三層次的深入探討。以達到作品與論文互為說明的作用，且完成創作暨論

文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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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孺叟圖像閱讀」理論探討

孺叟圖像閱讀—戴明德繪畫創作論述

 書寫理論探討的內容，以文獻的探討為主軸，再加上創作理論與學理基礎為骨

幹，並以探源與啟發澄清創作脈絡，本論述「孺叟圖像閱讀」，分別以時代環境背景

氛圍、作品詮釋內涵的層次意義探討，孺叟圖像的風格探索及受到東西方繪畫、理論

所啟發與探源過程。期能透過此理論的探討，整理本系列創作思維，期將理論與創作

相容並蓄。

第一節　孺叟圖像的理論基礎探討

 藝術創作者有時以旁觀者身份，微觀靜察社會與生活的現場目擊，有時也要全然

投入創作。在創作之餘，若能適度地汲取相關理論文獻的認知，多少能開展自身的思

維廣度，並可調整部分自我創作觀點模糊部份之釐清。

一、時代、社會、環境背景氛圍之影響

 美學以審美經驗為中心，研究美和藝術。現代美學受哲學新思潮和科學新方法的

影響，正以各種不同的方式，從不同的角度，研究種種美的形態和審美意識。(滕守

堯，1997，P36)

 面對多元的當代藝術問題，九○年代的藝術認知模式主要有六個流派：(一)風

格造形的方法，(二)社會學的方法，(三)圖像學的方法，(四)符號學與結構主義的方

法，(五)以藝術評論探究當代藝術創作過程和作品問題的方法，(六)建構以主體為核

心的接受理論方法。上述大體可歸納出三個思潮大方向：沃夫林的形式(forme)藝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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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阿多諾的批判(critique)藝術觀和姚斯的接受(re'ception)藝術觀。前者認為藝

術作品之形式特徵，內蘊一個時期的特定情況，剖析形式所得的成果等同於那個時期

的歷史內容；換言之，形式是一個民族的體現，形式的演變反映歷史變遷，它決定了

藝術家的創作方式。沃夫林的形式藝術觀反映了，自十九世紀以來，西方的藝術觀念

大都努力建構一個藝術體制，它有自己的結構和自治性。在這範疇裡，藝術可以被學

習。這個藝術體制，類似將作品想像成在一個博物館裡，所有作品均順服在固定法則

之下，形式演變成為整個博物館的結構之主要法則，這就是他所謂的「無以名之的藝

術史」(l'histoire sans noms)。(高實衍，2004，P9)

 另一個重要趨向，則類似主張現代／當代藝術的審美或感受經驗的姚斯，後者

融合了哈伯瑪斯(Jurgen Habermas 1929─)的溝通理論和高達美(Hans Georg Gadmer 

1900─)的詮釋學，彰顯藝術作為個體的社會和歷史之溝通功能。(高實珩，2004，

P10)以上說明當代藝術的多元樣貌，從阿多諾和姚斯的思潮見解相異，學說不斷互相

取代，看出民主時代的快速替換與文化消耗的事實，創作時而陷於莫衷一是的困惑泥

沼中，當事者不得不取其所需。然而阿多諾以具反社會的「自治性」之獨特語言體

態，將物化／啟蒙／現實和模擬／自由／救贖之鴻溝消除掉。這是阿多諾美學的重大

建樹，如同「世界之可鄙與歪曲，全融化於救世主光輝裡」(Adorno 1980：230)，也

如同魏瑪所言：「阿多諾以啟蒙和救贖之一體兩面的意識，打開了藝術自治性的密

碼」(Wellmer 1990：262)，這樣的感受(或詮釋)任務，則落在每一位面對現代藝術的

觀者身上。」(陳瑞文，2002，P157)

 在傳統繪畫中，所謂「模擬再現」(representation)的法則無非是藝術的最高

指導原則，迪卡兒更以：以線條及顏色模擬太陽底下可見的一切《屈光學》來總結藝

術製作，如何經由視覺加以重現外觀的必然手法，身處二十一世紀的我們或許對古人

模擬再現的模式覺得十分難以理解，是因為我們相對生長在一個強調自我與主觀的年

代，因此透過主觀意識所呈現的模擬再現已非前人所作之類型，德希達在後現代的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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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中提到，傳統做為一種範本，也只不過是系列回憶，而非把「過去」當作一種獨一

無二的模範。因為面對如此多的歷史模本系統中，傳統所遺留下來的，就是各種複製

品，一種相互模仿後的複製品。例如在羅森柏格(Robert Rauschenberg)的作品中，藝

術家如何把不同文化、歷史、材料在同一平面並置，確實提供了新藝術在模擬再現的

一種新的語法。(林萬士，2006，P5)藝術家所謂的創作或原創，所觸及的應是挖揭屬

於善於把握的書寫系統或延續模擬再現的能力。

 藝術史學者渥夫林以「繪畫性」(Painterly)、「線性」(linerly)……等二元

概念，區別古典藝術與「巴洛克」藝術的風格樣式，及歷史演進的現象。「繪畫性」

呼應著藝術形式朝向本質發展的現代理念，在繪畫上強調著平坦性及材料的物質性。

例如：「抽象表現主義」與「色域繪畫」、「硬邊繪畫」「後繪畫性抽象」(Robert 

ATKINS著，1996，P120)充斥現實的痕跡是歷史記憶沈重走過，所留下雲淡風清的記

號。(陳玫琦，2002，P151)，從旁細膩敏銳觀看才能出繪畫的痕跡，掌握在藝術家直

覺性和技巧性的直接傳達，在手和工具取得空間處置結果的代言者。

 轉介(detournement)這種使用既成藝術作品，將它重新組合到藝術家作品

裡的方法，是現代前衛藝術一直具有的一種趨向，在情境藝術運(Situationist 

International)出現前便已經存在。阿格本(Giorgio Agamben)在刊於《姿態》

(Stances)上的文章裡說：(波特萊爾)同意物體轉換成商品時被賦予了新的特性，他

意識到這些特性會給藝術性會給藝術作品帶來足以致命的吸引力。……波特萊爾的天

才在於他能面對商業的侵襲，將藝術作品轉化成商品與被戀物。…那因此產生在藝

術作品周圍冷淡又難以捉摸的氣息，正是交易價值賦予商品的戀物特性。波特萊爾的

目的不僅在複製藝術作品中交換價值與使用價值的分野。(Panl Taylor編，徐蔚譯，

1996，144)，在後普普之後的現成物與轉介意用，任何物件及形式的再複製，再生產

與通俗化，甚至透媒體的運作，消費符碼不斷在生活中扮演重要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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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媚俗文化是工業革命下的產物，工業革命把西歐和美國都市化，並奠下了所謂的

宇宙語言。

 因為媚俗文化可以用機械生產的方式製造，因此它便成為這個生產系統的一個完

整部分，這種功能是純文化所永遠無法達到的(除了偶然發生之外)。它投下巨大的資

本，因此必須獲得相等的回報；它被迫擴展市場，同時更要保有它原來的市場。雖然

它是自己的推銷員，但是它仍然有一整套的推銷計劃，為社會上的每一個成員帶來極

大的壓力。(Clement Greenberg著，張心龍譯，1993，P11)在此瞬息萬變的時，藝術

創作難以脫離商業化和後工業化的鴻溝；但能在令人窒息的社會氛圍筆者身為藝術創

作者，最想以逃脫之姿，以藝術想像的精神漫遊，以自發的意志擬像，將直覺的感動

轉介到「孺叟圖像」系列之衍繹成形。

二、作品詮釋內涵的層次意義探討

 在藝術作品被詮釋或價值判斷時，一般概分美術品本身分成三層次的意義，分

別是：第一層的表面形象意義，第二層次的圖像意義，第三層次的背景意義。作品

意義的解釋，有兩派主張，一是「作者中心的解釋」把作品的解釋意義，盡量從作者

在作品中而表達出來的意向與內涵中求取理解。另一是「讀者中心的解釋」。現代

解釋學是站在接納與解釋者之觀點，發掘作品的背景意義與其意識形態。藝術的價

值判斷，亦有「客觀主義的價值論」與「主觀意義價值觀」兩種主張，主觀主義的價

值論是建立在享樂與功利主義上，但若以大多數的人最大利益與最大幸福判斷規準，

則個人純粹主觀性價值觀，就社會化而發展為相對性的價值觀。(戴明德，2000，P18)

註釋(interpreting)行為之所以能成立，是因為「所有藝術總是有所意指的」這個前

題上，藝評家只是提供了他在作品中所看到的意義。(謝東山，2006，P148)

 美術作品的意義和內涵，依藝術史家帕諾夫斯基(Erwin Panofsky，1892─1968)

的著作「視覺藝術的意義」(Meaning in the Visual Arts)提及一件美術品具有三個

層次的意義和內涵，如何詮釋其意義，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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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1-1　視覺藝術意義詮釋表

詮釋的對象 詮釋的行為 解釋的素養 解釋的修正原理

第一層次或自然的

主題(1 )事實的─

(2)表現的─構成了

藝術主題的世界

前圖像誌的描述(擬

似形式的分析)

實際的經驗(熟悉對

象與活動)

風格的歷史(在不同

歷史環境下被形式

所表現出來的對象

和活動特色)

第二層次或約定俗

成的主題，構成了

圖像、故事與寓意

的世界

圖像誌的分析 文獻資料的知識(熟

悉特別的主題和概

念)

類型的歷史(洞察在

不同的歷史環境下

被對象和活動所表

現出來的特殊主題

特色)

第三層次的本質意

義或內涵，構成了

象徵價值的世界

圖像誌的解釋 綜合性的直觀(熟悉

人類心理的基本傾

向)這就被個人心理

與世界觀所制約

文化表徵或「象徵

的通盤歷史」(洞

察在不同歷史環境

下，被特殊主題與

概念所表達出來的

人類心理基本傾向

之特徵)

資料來源：Erwin Panofsky(1982)、Meaing in the visual arts. Chicgo：Chicago 

  Univesity，40─41。

  (參考楊樹煌，1999，科技美學第二章第二節，P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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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筆者想先以禪與藝術的關係就東方思維來看待繪畫與鑑賞的心境和詮釋上的異

同，進而探討「孺叟圖像」的詮釋意義與閱讀。

 在禪的藝術中，含有一種超越西方美學的東西。其實，禪畫家追求的不是美的本

身。著有名作「筆法記」的大畫家荊浩，有一次遊歷太行山石鼓峰時與一年輕人的對

話，最初，這年輕人覺得，看不起這位看來土裡土氣的鄉下老畫家，便提問「繪畫是

創造美的東西，其重要之處是取其真正的肖似」這老畫家荊浩回答他說：「不是，繪

畫就是繪畫，就是鑑賞物的形象而真正取其形象，就是鑑賞物的美並達到美的境界，

就是鑑賞物的實在(意義)而把握實在。我們不應把外在的美當作實在，凡是不了解這

點奧秘的人，就不會得到真理，即使他的作品肖似自然，也是如此，困惑的年青人再

問他「肖似和真理」之間有什麼區別時，這老畫家回答說：「肖像可以從形象上得

著，卻沒有精神，但是，達到真理時，則精神和實質都徹底表達出來了。凡想靠裝飾

美來表達精神的人，都會造出死的東西來。」(鈴木大拙，1994，P101)，這段禪機文

獻正巧給筆者體悟到孺梭新語要求的繪畫不祇是創造美的東西或肖似的孺童圖形。忘

年對話強調的是對鑑賞物的實在(意義)並把握實在，也就是探索尋求精神和實質都盡

情表現出來。筆者的孺叟再現表達的是神似之外的真理實現，將精神與實質自在地再

現出來。詮釋如新表現主義風格的「孺叟圖像」，應該引用「美術作品三層次的意義

與其解釋原理」中的第三層次原理。筆者作品的創作形式包涵抽象、表現性繪畫，描

繪形式構成象徵價值的世界。孺叟圖像作品題材從生活內容，大眾熟悉的人物主題，

經圖像之重新擬像而產生與心理造形和空間的直觀性描寫。經過筆者擬態後的作品，

產生人類視覺經驗未見過的新圖像。

 由達文西的明暗漸暈法到謝林將之提到「明暗對比之寬闊地帶中隱匿著真理內

容」之藝術哲學上在中國的繪畫美學中，明暗對比則由皴法和墨染來達成的，不過皴

法和墨染並不只為了以明暗效果來達成立體效果而已，黑與白的墨質感、氛圍、空間

共相組構出一個文化的沉思世界，似乎才是山水畫家所要探討的範疇，正如明朝徐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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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能以筆墨之靈，開拓胸次，而與造物爭奇者，莫如山水」(高實珩，2004，P7)

要詮釋其屬意義第三層次，直指其文化的山水線性和墨之於抽象意涵和超越自然物之

直接描寫，且其與造物爭奇之處必自有其獨特風格的條件。

 藝術創作是從觀察自然現象中，設法突破物象表面而產生新意。任何一個概念

的產生是─靜與非靜止─運動與非運動、正與反種種相對概念，來解釋造形、色彩、

構圖的關係。可以說，藝術是藝術家透過在藝術的視覺表現，去了解這個世界與他自

己。藝術作品必須藉由形式，將內容個以知覺形象化。形式中的各類元素如形、色、

空間、光線等也各有動力，各種元素動力之交互作用，因而組成了造形的空間與心理

的動力結構。(楊樹煌，1999，P15)在孺叟再現的圖強調表徵性的符號，並以較接近直

接閱讀時的材質特質予人解讀，從圖像之解構，再重組及穿越想像空間的擬像虛凝形

式，詮釋對象應以第三層次視之，但其創作的中間過程，曾歷經第一層次的自然主題

之描寫，也穿越過故事及寓意的視覺世界，所以孺梭新語過境第一層次的自然主題，

忘年對話面對第二層的解釋原理，從不同的歷史環境的活動中，自由言說穿鑿附會第

二層次的領域編織過。孺叟再現則以更為主觀的本質性繪畫，直覺本能性地網結文化

表徵的核心窗口，呈現較具人類心理基本傾向的圖像特徵。

三、孺叟圖像的風格探索

 風格的形成是藝術家創作追求的重要指標之一，在藝術批評者的描述中，以清

代黃銊模仿司空圖，制定了《二十四畫品》如「氣韻」；「神妙」「樸拙」；「超

脫」；「縱橫」；「淋漓」；「性靈」；「圓渾」；「空靈」；「明淨」；「簡

潔」…等批評專用術語，具有通用的意涵，是藝評寫作上風格類型的常用語，具有通

用的意涵，也是風格類型的常用語。(謝東山，2006，P6)

 另外奔放、熱烈、輕快、粗獷、委婉、細膩、詼諧、幽默、質樸、深沈、明快、

簡潔、樸實、絢爛、剛健等術語，則是當代藝術評論家批評風格所經常運用的概念。

(謝東山，2006，P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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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我們說一件藝術品「具有風格」之時，我們便等於在宣告它於藝術的方式之

中，得到或大或小之成功的表現，風格意即藝術特別表現性把風格視為一種歷史的現

象，以及被當作藝術價值看得之藝術的特性，由是被密切地關連起來(劉文潭，1993

初，14版，P349)通常我們提到尼采，會特別強調他打開西方美學另一個面向的功勞。

像當代的尼采專家阿爾(Michel Haar)就認為，從蘇格拉底、拍拉圖到黑格爾，大多

數的理論家只興趣於「藝術形塑真理」或「審美經驗分析」，不是以道德為綱領要求

內容優先於敏感形式，壓制藝術的相像力，就是主張藝術作品的審美經驗大過於一

切，彰顯人之敏感性、想像力和審美創造等感性系統，而尼采美學的重要性就在於填

補被這兩大美學主流所忽略的「藝術創造狀態」這一空隙(Haar 1994：44-)(陳瑞文

2002,157-)「孺叟圖像」系列風格的的成形背景，主要蘊育的是一種感情移情投入，

投射支付的心力，讓自己在創作其間身心隨時有所變化，工作場域的零亂，激發自己

從畫布找到淨化的駐足之地，神魂之強烈游動，在六年來創作過程中歷經這「藝術創

造狀態」的浸淫洗練。所表現的主題內容，形式技法皆能從生活中內在與外在滲透出

來。孺童和老叟本身的造形，風格就很凸顯，加上幻化及轉化的情境皆自成一格，但

要詳實自我評析孺叟圖像風格，相當不容易，僅能以其圖像本身所呈現出的作品風格

特色，簡要略舉如下：

一、斷裂與縫補─在碎裂的肢體解構中，筆者隨時在裂痕斑斑的畫布現場，撿拾可以縫補

 組合的契機，圖像背後似乎隱喻著潛意識中難以言說的隱病，但在三個系列中，筆者

 並未放棄其救贖縫補的再生渴望，透過圖像的不斷銳變，尋求被縫補處能癒合止痛。

二、解放與重構─自覺作品中存在著二元對立與契合的特質，畫面中有自我否定或自

 我完成的相對性，時而思緒解放而無意義的去形式化，但也相對地複合再組構重

 新再出發的重組尋找新可能性的再現特性，雖相對立卻也能相容。

三、抒情與批判─作品的內容，氛圍表現，筆者感性而抒情動人，相對的詼諧自我嘲

 弄或者社會批判的暗喻精神明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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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擬像與真實─筆者試圖在模擬的虛構的圖像能真實表現自己存在內心深層的感情。

五、複製與獨─作品另一特質即是看似老叟和孺梭造形不斷複製現身，其實微觀之

 後，可觀看到其個別獨一的圖像特色，祇是其不斷轉借形式與情境之挪用；易被

 曲解為反覆性過高。

第二節　孺叟圖像的探源啟發

 新表現主義成為一國際性藝術運動，起源於1979年的「義大利超前衛展」。義大

利藝評家奧利瓦對此新藝術的主張是：藝術應該跳出前衛主義(avant-gardism)的邏輯

結構，應該回歸到它人性的、威性的、非語言辯證的傳統方向上，或簡言之，回到文

藝復興以來藝術所標榜的想像世界。(謝東山，1995，P166)戲劇神話與悲劇是文化上

的類別，觀照著一個能形成世界統合形象的整體意識形態，也標明歷史情況中的穩定

性，並能切合其實所有必要條件的主位本體。(Achille Bonito Dliva等著，1996，

P29)，超前衛藝術家轉換了事物，拋棄那被設計來解釋所有衝突與對之意識形態所確

保的世界一統觀的神畫，而代之以一種較開放的立場，準備跟隨許多偏離者漂流，

並提倡一種斷片的視界及獨特的、游牧的經驗。(Achillo Bonito Oliva等著，1996 

P30)在戲劇、神話與悲劇慣穿歷史、時間、空間的無台，藝術再度回歸到以人性為本

的感性而非語言辯証的傳統復活方向，自由表現與傳統的再活躍，便新表現主義湧上

國際潮流新舞台，筆者的繪畫，其實深受其繪畫精神及形式表現的影響，使自己對人

性探討融入所表現的圖像中。

 是當代藝術家中作品對筆者有所啟發或研究領域相近而受益者，「孺叟圖像」系

列作品皆有所交集，列述如下：

(一)巴塞立茲(Georg Baselitz 1938─)

 生於東德沙斯，是德國新表現主義最具代表性藝術家在巴氏的作品中，給人初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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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象即是人物倒置，再則筆法粗獷有力黑色氛圍

強列，再則其木彫作品，如其鉛筆素描造形原始

樸實天真等深刻印象。細碎圓點段段刻鑿雕痕，

對其作品不加雕琢裝飾，創作態度真實自在，且

繪畫與立體造形相容合且各異趣，相互展延擴大

其表現向度。其人文性關懷及作品十分貼近生活

是筆者在孺梭新語與忘年對話系列中，對人文的關切及線條的不修飾和用色簡要等，

其共鳴特性相當吻合。

(二)巴斯奇亞(Basquiat 1960─1988)

 在塗鴉藝術的表現最為出色，小時因生病住院，每天看著醫院附近機場飛機起降，

經常以飛機為繪畫主題，以生活周遭事物及人體解剖圖等內容，地下鐵、公共區域的牆

壁、廣告牌，皆留有他隨興的塗鴉作品，畫布中的流動性壓克力技法特別活潑，空間平

塗而靈巧，早期雖沒有受過學院訓練，年青時即嶄露才華頭角。因其族群特別，格外引

起藝術界的迴響、注意。巴斯亞英年早逝，但其畫風獨特，對藝術後輩影響很大。

 巴斯奇亞對線條及造形自信十足，大片留白及對創作直覺格外敏銳，輕鬆自在

的氛圍經營，作品頗獲藏家、畫廊、國家級美術館的青睞。巴氏文字塗鴉書寫，表現

反應現實，並以極叛逆於社會的批判文字，用極幽默詼諧的圖像，本能先驗的線性抒

發，繪畫才情洋溢。筆者「孺梭新

語」畫面的留白及隨興書寫或叛逆

反諷的內容，部份的自動性技法的

應用，從內容形式、技法、相似處

頗多共鳴，並非刻意模仿或擬像，

而是感知及直覺的近似。

圖2-2-1　Modell fur eine Skulptur, 1979/80
Linde, mit Tempera rot und schwarz bemalt, 178x147x244cm
(引用自1987,Kestner-Cesellschaft出版)

圖2-2-2　巴斯奇亞畫集
(引用自塔森TASCHEN出版,日本版)


